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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4 日，2017 江苏省青少年
武术（散打）锦标赛在扬州高邮落下帷
幕，常州市散打队 10 名队员参赛，收
获一金一银两个第五，创造了2011年
以来我市在这一赛事上的最好成绩。

2016年1月15日，常州市散打队
在普庆搏击训练基地正式挂牌成立。
作为全市首个由社会力量承办的市运
动队，散打队成立仅一年多就培养出
两名省锦标赛冠军、多名全国比赛选
手，其成功为常州社会力量办队模式
的探索，提供了积极的借鉴意义。

建队之基：俱乐部资金
自给和政府奖励扶持

走进普庆搏击训练基地，首先映
入眼帘的就是占地约 3000 平方米的
训练场。居中一排沙包将场地一分为
二，一侧是身着T恤、背心的小伙儿们
互相击打、对招；另一侧是身着跆拳道
服的小朋友们排着队压腿、热身。风
格迥异却又一派和谐的场景，呈现出
训练基地里鲜活的日常生态。

“建立散打队是我身为散打人的
梦想，资金问题则是实现梦想的最大
阻碍。”基地负责人周凌晨算了一笔
账，场地租金、水电、日常训练、队员生
活、参加比赛等开销加在一起，一年下
来需要200多万。为了维持散打队日
常开支，开设业余兴趣班、暑期培训班
等，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2016 年，普庆训练基地在暑期开
设跆拳道和散打培训班，平日开设业
余训练班，教练由市队、省队退役的专
业运动员担任，全年共吸引约 180 余
人报名参加。而培训班的设立，在提
供资金支持的同时，也为散打队的人
才招募和选拔带来了便利。不久前，
11 岁的学员张凯乐就因为参加培训
班对散打产生了兴趣和热爱，现已在

家长同意下，从业余班转向专业班，正
式成为了常州市散打队的一员。

除了训练基地自给，政府也为散
打队办队提供了奖励扶持。2016年3
月，常州市体育局下发《常州市社会力
量承办市运动队（训练点）管理暂行办
法》，对社会力量承办市运动队的申
请、审核、训练、管理以及运动员注册
参赛等流程做了详细规范，还明确了
办队机构的补助和奖励机制：运动队
参加省年度最高级别比赛、在省年度
最高级别比赛和省运会上获得成绩、
输送运动员至省优秀运动队等，都将
获得相应的参赛经费、训练经费补助
和人才输送奖励。

“常州市散打队在办队模式、训练
水平、后勤保障等各方面，都有积极的
示范意义。”对于散打队的成绩，常州
市体育局竞赛训练处处长陈来彬寄予
了厚望：“希望散打队继续保持，明年
冲击省运会冠军希望很大。”

成长之源：专业而优秀
的教练团队

4 年前为了减肥开始体育训练，
去年从淮安来到常州，从柔道转而练
习散打，同年夺得江苏省青少年武术

（散打）锦标赛甲组80公斤级第五名，
今年夺得金牌——新科冠军张星雨庆
幸一年前的自己做出了正确选择。

“当时我柔道遇到瓶颈，教练建议我
转项目。听说常州市散打队的教练很厉
害，和父母商量一下，我就果断加入了。”

像张星雨这样慕名而来的队员在
常州市散打队并非个例。全队现有约
40 名具备省比赛参赛资格的运动员，
其中三分之一都来自外地，近有徐州、
昆山、盐城等同省城市，远至武术之乡
塔沟、山东、东北等地。

“我们散打队有 7 名教练，3 名

特约顾问，全部都是省队、国家队退役
运动员或者省比赛冠军。”说起教练
们，张星雨是既尊敬、又崇拜。他们大
多具备专业队背景，不仅技术好、经验
足，而且深谙专业化训练的模式和方
法。“教练们是我的榜样，进入省队、国
家队，甚至像邰哥一样登上世界竞技
舞台，是我的梦想。”

张星雨口中的“邰哥”，就是市公安
局高新区分局巡警特警大队副大队长邰
普庆，曾多次获得全国、世界散打比赛金
牌。2008 年，武术项目未能成功入奥，
当时拿遍大赛冠军的邰普庆眼见奥运金
牌梦碎，只能遗憾退役。收到散打队的
特约顾问邀请后，他欣然应允：“培养出
自己的世界冠军，是我的新目标。”

持续之本：充分的教育和
生活保障

5点起床训练，6点半到校上课，下午
5点半放学，晚7点开始训练，9点半结束
——这就是张星雨一天的行程表。

作为竞技项目，散打和众多体育项目
一样，必须“从娃娃抓起”，常州市散打队
队员最小的刚十岁出头，最大的也不过十
七八岁，如何平衡学习和训练，让孩子安
心，让家长放心，成为了散打队梯队建设
和持续化发展的重中之重。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市体育局、市
教育局和钟楼区文体局的大力支持下，
散打队与常州市邹区中学达成了合作：
队员们白天在学校学习文化课，课余时
间进行训练。这种学习、散打两不误的
方式，为担心孩子荒废学习的家长们，免
除了后顾之忧。

“这不仅是学校教学方式上的一次
尝试，也是钟楼区教体结合特色路线的
新实践。”常州市邹区中学副校长秦红
兵说，学校针对散打队员的特点，为他
们制定了“融而不同”的教学方法。一
方面把队员们分插到不同的班级，作
息、生活与周围同学保持一致，让他们
能更好地融入到普通的学生中间。另
一方面将散打队员的老师集合在一起，
单独建立微信群，通过点对点交流、布
置分层次作业等方式，有针对性地降低
作业量、解决特殊问题，帮助队员们更
好地学习和成长。

除了教育保障，常州市散打队还为
孩子们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生活保障。营
养美味的一日三餐，干净整洁的运动员
宿舍，教练们既指导技术，也教授为人处
世的道理，训练场上是师徒，训练场下是
兄弟，也是生活导师。

“每天吃饱喝足，酣畅淋漓地练一
趟，一场好眠，一个好梦，醒来又是全
新的一天。”18 岁的张星雨笑着说道，
显然他对现在的生活和训练状态非常
满意。 赵锋旗 谢秋萍

常州散打：

社会力量办队新探索

在 8 月 6 日上午于市奥体中心体
育馆举行的2017年常州市“全民健身
日”活动启动仪式暨常州市首届智力
运动会上，省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副主
任、象棋世界冠军、国际特级大师徐天
红，与我市30位小学生棋手进行了一
场精彩的“车轮战”，大约经过一个小
时的交流和切磋，最终以徐天红29胜
1 和的战绩结束，其高超的棋艺让孩
子们和在场的棋迷都大饱眼福。

中国象棋作为古老的国粹，有着
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作为我省象棋
届的领军人物，徐天红身肩多任，除了
作为棋手、教练、棋院副院长等身份之
外，还以推广中国象棋为己任，努力尝
试加快象棋市场化的步伐。“我现在所
做的是幕后工作，由棋手变为象棋运
动推广人，推动这项运动发展、提高这
项运动的整体水平。”他表示，要想长
久切实地推动这项运动的发展，最关
键的就是要从青少年抓起，将机会更
多地留给年轻人，将时间更多地用在
培育新鲜血液之上。

营造良好的象棋文化氛围
“我有三个哥哥，都是十足的象棋

迷，他们把家里的桌面刻成棋盘在一
起下棋。五六岁时我开始提问、插嘴，
慢慢地看会了就加入其中，渐渐的他
们都下不过我，我就和附近的邻居
比。直到叔叔把我引荐给当地的象
棋冠军顾益民先生做徒弟，才正式脱
离‘野路子’，走上了专业的象棋学习
道路。”从那时起，徐天红就虚心求
教，专心研习，经常参加校园内外的
各大象棋比赛，伴随着一个个奖项的
获得，棋艺越发精湛，人也逐渐成熟
起来，一步步成长为今天的象棋大
师。回顾起自己走上象棋道路的过
程，徐天红表示恰恰得益于家乡泰州
浓厚的象棋氛围。

中国象棋其实在棋类项目中拥有

最好的群众基础，用徐天红的话说，就是
“方圆三里之内，必有下象棋者”。之所
以在当下的推广与发展中弱于围棋等项
目，很大一个问题在于受众的年龄层以
中老年为主。因此广泛开展类似今天这
种大师与学生零距离接触形式的活动，
对在青少年人群中普及推广象棋运动是
有着重要意义的。“象棋具有独特的魅
力，对锻炼智力等身心发展也有着显著
的益处，我们现在就是要加强宣传力度，
重点在青少年群体营造出良好的象棋文
化氛围，让更多孩子喜欢上并参与到象
棋这项运动中。”徐天红说道。

兴趣与勤奋品质的双重培育
作为棋手，徐天红几乎获得了所有

能获得的荣誉，这离不开他对象棋运动

报以的浓厚的兴趣与刻苦努力的付出。
象棋这项运动给徐天红带来了很

多：他以棋会友，结识了许多全国各地的
朋友，以微信朋友圈为例，大大小小的交
流群就有二三 十 个 共 计 五 六 千 人 之
多；象棋运动改变了他的性格，从一个
内敛害羞的少年一步步找到自信，蜕
变成一个成熟的象棋大师；在象棋这
个圈子他遇见了自己的爱人，两人携
手共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至今仍在各
自的岗位上共同为推动省象棋文化的发
展努力着⋯⋯这些正是徐天红接触象棋
运动近50年，但至今仍对其充满热爱毫
无烦躁情绪的原因。如何培育孩子们在
象棋中的乐趣是有效推动这项运动的关
键，而培育乐趣的根本恰恰是帮助他们
寻找到其中的意义。

对于自己的象棋生涯，徐天红评价
道：“我感觉我的天赋倒不是太好，但有
句老话叫‘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如果
说过去我能做出一些工作，跟我这人的
认真、专注有很大的关系。”徐天红曾一
天要花上 8 小时以上的时间来研究象
棋，从年轻时候开始，就养成了记笔录的
习惯，写满下棋要点的厚本子，每年都要
积累两到三本。

加快市场化发展保障后备力量
“象棋的发展离不开基层的普及，单

单依靠政府部门的推动是远远不够的。”
徐天红认为，基层的棋类协会与省及地
方体育局需要相互配合，将基层变为基
地，将象棋普及开来，才会获得成功。

今年，徐天红所任职的江苏棋院与
“全国象棋之乡”江阴共同进行了一次推
动象棋运动市场化发展的新尝试，创立
了江阴海特象棋俱乐部，旨在培育一线、
二线的象棋选手，为我省甚至全国培育
优秀的后备力量。

“象棋需要新鲜血液，年轻人终有一
天要扛起大旗。这次是我们初步的一个
试点项目，当运作较为成熟之后，我们将
会在全省范围内广泛采取这种打造项目
基地的形式，培育更多年轻的优秀选手，
为全省象棋水平在国内占据更领先的位
置作出努力。”

对像徐天红这样为象棋事业奋斗了
大半辈子的象棋人来说，有朝一日，象棋
可以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喜爱的活动，
象棋比赛可以成为国内最受关注的赛事
之一，象棋文化能够继续发扬光大，是他
们为之努力的梦想。徐天红表示：“作为
象棋人，我要在有生之年，为江苏象棋事
业做点事情。希望象棋带给更多人快
乐，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通过今天的
活动，我切身感受到常州地区较为浓厚
的棋文化氛围，如果省内每个城市都可
以达到这样的状态，那象棋必能成为江
苏的一张名片。” 徐欢

国际特级大师徐天红：

象棋需要新鲜血液

本报讯 8 月 3 日晚开奖的体
彩 7 位数给武进彩民送来了一个重
磅夏日大礼——一幸运彩民独揽 7
位数 5 注特等奖，总奖金高达 2500
万元！

8月4日一早，位于武进古方路
上的 04402 站点的销售员打开终
端机，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站点中出
了 7 位数特等奖 5 注。喜讯传出，
随即引来众多彩民进店围观，面对
2500万的巨额奖金，店里顿时炸开
了锅，大家赶紧拿出各自的彩票进
行核对，纷纷议论到底是谁如此幸
运中了大奖。

据销售员回忆，中奖者极有可
能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小伙
子也算是店里的熟客，他从不追号，
一直比较相信自己的运气，所以每

次都买的随机。当天下午，小伙子进
店购彩，当得知晚上是7位数开奖，他
就随机买了一注号码打了五倍。

在场的彩民既惊讶又羡慕，直夸
这位彩民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又是一
个体育彩票创造的千万富翁。中大奖
的喜讯经过大家的口口相传，越来越
多的人走进彩票店，买上几注 7 位数
沾沾喜气。

这并不是常州彩民首次中得 7 位
数 2500 万大奖，早在 2006 年的 7 位
数第 06163 期，就曾有常州彩民通过
倍投中得特等奖 5 注，奖金也是 2500
万元，此次中奖是平了常州体彩历史
最高中奖纪录。

这次也是2017年来，常州彩民在
7 位数玩法上第 4 次拿下 5 百万以上
的大奖。 （徐欢）

追平常州体彩历史最高中奖纪录

武进彩民豪揽7位数2500万大奖

本报讯 8 月 5 日，“爱乒才会
赢”2017年江苏省第二届乒乓球王
城市争霸赛“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杯”
常州赛区城市球王赛总决赛，在天
宁区兰陵小学体育馆举行。

该赛事由江苏省体育总会、江
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江苏省乒
乓球运动协会、江苏电视台体育休
闲频道、常州市体育总会、常州市乒
乓球协会联合承办，分为海选赛和
总决赛两个阶段进行。

比赛设置少年组单打，青年组
男、女单打，成年组男、女单打，老年

组单打六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市各
地近700名乒乓球爱好者报名参赛。

当天下午 2 点半，简单的开赛仪
式后，比赛正式开始。12 位决赛选手
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横推、反拉、扣
杀、削球、挑球、弧圈球、摆短等各种
招式悉数登场。经过激烈角逐，最终
史一凡获得少年组（15 岁以下）冠军，
钱 宇 杰 和 于 佳 玲 分 别 获 得 青 年 组

（16- 39 岁）男 、女 子 冠 军 ，成 年 组
（40-59 岁）男、女子冠军得主为仲敏、
潘立群，老年组（60 岁以上）冠军则由
刘小毛夺得。 （谢秋萍）

省第二届乒乓球王城市争霸赛

常州赛区总决赛鸣金

本报讯 8月4日，2017年全国中
学生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常州手球训练
基地落幕，经过为期一周的激烈比拼，
常州市新北区实验中学过关斩将，以全
胜战绩夺得乙组冠军，常州市延陵中学
获得甲组第四名。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
垒球运动管理中心、江苏省体育局主
办，常州市体育局和常州市新北区社会
事业局承办。比赛以建制中学为参赛单
位，按年龄将参赛队伍分为甲（1998年9
月1日后出生）、乙（2001年9月1日后出
生）两组，共有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山
东、广东、安徽、河南、辽宁8个省、市的
34支代表队，511名运动员参赛。

4 日上午 10 点半，乙组冠军争夺
战在常州市新北区实验中学和江苏省
金湖县外国语学校之间展开。上半场
双方战得难分难解，最终10:9新北实
验领先 1 分结束。下半场一开始，金
湖外国语攻势迅猛，打出了一波 3:0
的小高潮，随后新北实验调整状态展
开反攻，比分再次陷入胶着。尾声阶
段，两队一度战至 20 平、21 平。倒数
1 分钟，新北实验 7 号、19 号选手连续
两个进球将比分反超至23:21，最后1
秒新北实验再进一球，最终 24：21 战
胜对手夺冠。

赛后，教练孙伟和队员们逐个击
掌，并为她们送去鼓励和祝贺。“今天
比赛打得很激烈，最终获胜靠的是姑
娘们敢打敢拼的那股劲儿。”

常州手球训练基地主任姚治前也
对姑娘们的表现给予了赞赏：“这是新
北实验连续第三次夺得全国中学生
女手锦标赛冠军，7 战全胜，每个人
表现都很棒。”对于延陵中学的成绩，
姚治前表示也在意料之中。考虑到
明年省运会的梯队建设，常州参加甲
组比赛的运动员多为 2001、2002 年
出生，相较对手们年幼 1-2 岁，在身
高、体重和体力上都存在一些差距：

“这次比赛最主要的，是为明年省运会
练兵，通过实战积累经验，帮助她们快
速成长。”

（谢秋萍）

2017年全国中学生女
子手球锦标赛落幕

常州第三度
摘得乙组金牌 7 月 30 日，2017 年江苏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在镇江丹徒落下帷

幕。常州市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武术队在此次比赛中奋勇拼搏，表现优异，共
获得1枚金牌、2枚银牌、4枚铜牌的好成绩。

在8月2日结束的2017年全国重点学校射箭锦标赛上，市军体校的8名运
动员代表常州新北实验中学和魏村中学，共斩获 6 枚金牌、1 枚银牌、2 枚铜
牌。此次由我市 8 名甲组运动员参加的射箭甲组比赛共有金牌 12 块，我市军
体校共斩获6块，在所有参赛队伍中金牌数第一、奖牌数第一。

7 月 31 日下午，第九届全国曲棍球奥林匹克后备人才基地夏季训练营暨
2017 年“仙寓山泉杯”全国青少年曲棍球锦标赛文艺汇演在武进区鸣凰中学
举行，参赛的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和活动组织者欢聚一堂，在掌声、笑声和
欢呼声中展现风采、增进友谊。

日前，武进区第四届运动会暨 2017 第八届武进区成人舞蹈大赛圆满落
幕，来自该区的23支优秀代表队、350多名选手参加比赛，带来了一场精美、盛
大的文化盛宴。


